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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18日报道，由于英国新冠疫情严
重，即将迎来94岁寿辰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决定取消鸣枪庆生方案，低调过生日。

抗疫为重抗疫为重

4 月 21 日是伊丽莎白二世 94 岁生日。按
照传统，伦敦多个地点当天举行鸣枪仪式。但
是王室消息源告诉英国媒体，女王提出取消鸣
枪仪式，因为她觉得眼下氛围不适合举行庆祝
仪式，更不应为了举行仪式费力作特殊安排。

英国独立电视台记者克里斯·希普最先报
道这一消息。他在推特上写道：“受新冠疫情
危机影响，我们今年不会以任何特殊方式庆祝
女王陛下的生日。”

消息人士说，这应该是女王在位68年来，

第一次提出这种要求。
新冠疫情已在全球夺去至少15万人的生

命，其中英国有超过1.4万人病亡，为全球第五
高。英国目前已经进入或接近疫情高峰期，单
日死亡人数多日居高不下。英国卫生部发布
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17日全英847人病亡。

代理主持政府事务的英国外交大臣多米
尼克·拉布16日宣布，当前让公众保持“社交距
离”的限制措施将延长至少3周。

本月5日晚，英国媒体播出伊丽莎白二世
的特别讲话。在这一提前录制的讲话中，英女
王感谢医护人员，鼓舞民众以自律和勇气面对
疫情。11日晚，她发表复活节讲话，强调“自我
隔离能保障他人健康”，同时给民众打气，说

“新冠病毒不会击败我们”。

两个生日两个生日

伊丽莎白二世1926年4月21日出生，1936
年成为王储，1952年即位。2015年，她打破维
多利亚女王的纪录，成为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
君主。

按照惯例，英国君主一年过两次生日。一
次是实际生日；另一次为官方生日，是在天气
较好的6月，举行包括阅兵式在内的官方庆典。

往年的实际生日当天，女王通常与家人共
度，有时会出席少许公共活动。

白金汉宫3月说，为避免人群聚集，女王官
方生日的阅兵式将取消。王室消息人士18日
说，眼下王室没有考虑替代阅兵式举办其他庆
祝活动。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英国 99 岁老人汤姆·穆尔 17 日
被威廉王子称作“传奇人物”，缘由是这名二战
老兵在短短十几天以健走方式为抗疫一线的
医护人员募款超过 2000 万英镑（约合 1.8 亿元
人民币）。

从本月6日开始，穆尔双手扶助行器，绕自家
周长 25 米的后院健走，起初打算在本月底 100 岁
生日前走满 100 圈，争取为英国国民保健制度
（NHS）下属一家慈善组织募款1000英镑。

他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捐款
源源不断地汇入募捐网站，由于捐款人数太多，网
站甚至一度崩溃。

尽管穆尔 16 日提前走完 100 圈，但他没有停
下，颤颤巍巍地继续在后院健走，人们的捐款热情
同样高涨。截至17日，全球近百万人慷慨解囊，合
计捐款超过2000万英镑。

穆尔以前摔伤髋部，接受过髋关节置换手
术，后来因皮肤癌接受治疗。多家媒体称赞穆尔
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的精神，把他描述为“国民
英雄”。

不少人呼吁英国女王授予穆尔爵位，以表
彰他在疫情中的贡献。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
斯 17 日明确支持这一提议，称“每个人应该都
赞成”。

英国王室成员威廉王子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及
穆尔：“他绝对是个传奇人物。他99岁高龄，上过
战场，什么没见识过？他的事迹和他展现出的决
心激励了我们所有人，真了不起。”

穆尔说，有人把他与英国 16 世纪政治家托
马斯·莫尔相提并论，“我觉得挺有趣，不过被称
作穆尔公爵也不错”。莫尔是欧洲早期空想社
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最为人知的代表作是《乌
托邦》。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8 日说，他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的来信，两人关系“不错”。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提
到朝鲜，说“我最近收到他（金正恩）的
信，信不错。我认为我们做得不错”。但
特朗普没有提及收到信件的具体时间和
信件具体内容。

特朗普说，自己与金正恩关系不错，
而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没能建立这样
的关系。

特朗普与金正恩曾 3 次会面。美国
与朝鲜之间的谈判眼下陷于停滞，但双

方多次表示，两国领导人维持良好个人
关系。

韩联社报道，金正恩的信是否有助
于重启朝美对话还远未可知。

特朗普上月给金正恩写信，说愿
意为朝鲜提供帮助以应对新冠疫情。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
与正 3 月 22 日证实收到来信，肯定了
金正恩与特朗普的私人关系，但同时
强调，不能据此期待两国重启对话。
她强调，“不能保障公正和平衡，不放
弃过分的想法”，两国关系就得不到改
善。

伊朗首都德黑兰18日恢复部分“低风险”经济
活动。同一天，伊朗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降至一
个多月来新低。

一些商铺、工厂和作坊复工复产。伊朗电视
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卫生检查员在商铺间巡逻，提
醒一名面包师戴好口罩；多间店铺员工向顾客发
放手套。

电影院、健身馆、桑拿浴场、美容美发店、购物
中心等“高风险”场所继续关闭。学校继续停课，
各类大型集会依然不允许举办。

德黑兰以外地区“低风险”经济活动11日获准
恢复，那些地区的政府机构同一天恢复办公，但三
分之一雇员仍居家办公。德黑兰“低风险”行业复
工前提是向政府提出申请，且承诺遵循由卫生部
发布的保持社交距离准则。

卫生部发言人基亚努什·贾汉普尔18日晚些
时候通报伊朗新冠疫情情况，当天新增死亡病例
73例，是3月12日以来最低。

截至18日，伊朗累计确诊病例80868例，过去
24小时新增1374例；累计死亡病例5031例。死亡
病例数连续5天不超过100例，且持续下降。

伊朗和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新冠疫情最严重国
家。截至18日，土耳其确诊病例升至82329例，取
代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伊朗卫生部长赛义德·纳马基先前说，伊朗国
内大多数省份疫情趋向好转，但民众需要继续遵
守防疫措施。

伊朗媒体报道，德黑兰交通18日出现拥堵，原
因是不少民众前往各个政府机构领取政府补助。
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小组组长阿里-礼萨·扎利警
告，德黑兰疫情依然处于“流行”阶段，交通拥堵令
人担忧。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18 日说，如果民众认为斋月期间禁食将导致疾
病或使疾病恶化，可以依据自身状况决定是否
禁食。

伊朗4月24日进入斋月。哈梅内伊先前呼吁
民众在家度过斋月，避免前往人员聚集场所。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孟买 4月 18 日电（记者张兴军）印
度孟买市政部门 18 日宣布，位于孟买的塔拉维
贫民窟新冠确诊病例增至 117 例，其中死亡病
例 10 例。

孟买市政部门在通报中说，自4月1日报告首
例新冠确诊病例以来，塔拉维贫民窟的疫情持续
发展。截至18日晚，该区域累计确诊117例，其中
10人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塔拉维贫民窟是印度最大
的贫民聚居区，人口密集，空间狭窄，卫生状况
堪忧。

印度媒体报道说，随着确诊病例不断增多，塔
拉维贫民窟已被当地政府划为疫情重点地区。当
地政府根据贫民窟内确诊病例的位置所在，划出
多个隔离区，以进行封闭式管理。

据印度卫生部门通报，截至18日晚，印度全国
累计确诊病例14792例，累计治愈2014例，累计死
亡488例。孟买累计确诊2509例，死亡125例，是
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印度海军一名高级官员18日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印度海军位于孟买的一个基地有21名士兵被
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这是印度海军首次报告确诊
病例。这些人大部分是无症状感染者，目前已被
安置在孟买的海军医院进行隔离。

印度媒体分析称，这说明孟买的新冠病毒传
播已非常严重。孟买所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是目
前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确诊病例超过
3300例。此外，该海军基地为印度西部海军司令
部的后勤补给基地，病毒很可能从这里扩散至舰
艇。

新华社日内瓦4月18日电（记者沈忠浩）世界
卫生组织在18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每日形势报告中
说，对全球各地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70多万个
确诊病例进行的统计分析显示，男女患者几乎各
占一半，年龄中位数为51岁。

世卫组织介绍，截至 4 月 13 日，收到了来自
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3个国际交通工具通过标准
化表格报告的确诊病例747546例，约占当时全球
确诊病例总数的44%。

对这些病例数据的分析显示，男女比例为1.03
比1，几乎各占一半；患者总体年龄中位数为51岁，
其中男性患者年龄中位数为52岁，女性患者年龄
中位数为50岁。

但是男女比例在不同年龄段有区别。在60岁
至79岁年龄段中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其中60岁至
69 岁年龄段男女比例为 1.27 比 1，70 岁至 79 岁年
龄段男女比例为1.34比1。女性较多的两个年龄
段是20岁至29岁、80岁以上，男女比例分别为0.85
比1和0.78比1。

统计还显示，2月24日以来，确诊病例中20岁
至39岁患者占比扩大，60岁以上患者比例缩小。

世卫组织同时提醒，上述病例数据主要来自
欧美，目前通过标准化表格报告的病例数据中来
自美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病例占了74%，因此相关
分析结果不一定能代表全球整体情况。

新华社基辅4月19日电（记者李东
旭）据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8日发布
的火情报告，目前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周
边林区仍有火情，灭火工作还在继续。

乌国家紧急情况局说，目前火情对
核电站防护掩体等关键设施不构成危
险，切尔诺贝利隔离区所在的基辅州和
基辅市的辐射值均在正常范围内。消
防人员已铺设了近300公里长的阻燃隔
离带，900 余名消防人员和志愿者、150
余台消防车和 3 架直升机参与灭火工
作。

4日，邻近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一个
林区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得益于14日
的降雨，隔离区明火已扑灭，但林区长期
积压的杂草、枯木和泥炭沼泽还存在阴
燃。

乌克兰内务部部长顾问佐良·什基

里亚克18日在社交媒体上说，根据目前
掌握的信息，不排除近期接连在基辅市
周边、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和日托米尔州
发生的大火可能是有人蓄意纵火，制造
社会恐慌。乌内务部将对火灾原因展开
彻查。据乌媒体报道，目前警方已逮捕2
名嫌疑人，其中一人涉嫌在隔离区多个
地点纵火。

1986年4月26日，位于基辅以北100
余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机组反
应堆爆炸，大量强放射性物质泄漏，酿成
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
事故发生后，以4号机组反应堆为中心向
外30公里的范围成为隔离区。

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自2010年起陆续
对外开放，成为乌克兰重要旅游景点。
据统计，2018年到隔离区参观的游客超
过7万人。

一栋被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周边林区林火点燃的房屋一栋被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周边林区林火点燃的房屋。。新华社新华社//路透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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